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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知识教学的三重意蕴

教学理念

“学科核心素养不可能凭空形

成，学科知识是学科核心素养形成

的主载体。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样

的学科知识，或者说，怎么选择、组

织、设计学科知识，才有利于学科核

心素养的形成。”[1]然而教师对如何

选择、组织、设计写作知识则研究不

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缺乏转化意识。没有针对写作学

情有效转化写作知识，只是呈现一

些静态的文章学知识，或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概念化、类型化的写作

知识。其次，缺乏过程意识。一方面，

在每次写作指导中，只将写作知识

以结论形式“和盘托出”，学生无法

经历知识建构的渐进过程；另一方

面，学段间、单元间的写作知识教学

缺乏整体的过程性，看不到知识教

学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再者，缺乏发

掘意识。没有深入发掘写作知识背

后的意义世界，即知识背后的思维、

思想和价值旨趣。这三种意识的缺

乏，导致写作教学难以摆脱“知识困

境”。那么，该怎样走出这一困境？

一、从静态走向动态：写作知识

教学的建构性意蕴

“知识学习不仅仅是从外到内

的转移和传递过程，而且是学习者

在主动建构自己经验的过程。”[2] 可

见，学生需要学习的不是被动接受、

只供记忆的静态知识，而且是在实

践中主动建构的动态知识。动态知

识应具有如下特点：情境性、操作

性、主动性（即学习者对知识学习过

程有觉知性）。

1. 情境性知识：在问题解决中

建构

知识只有在真实问题情境中进

行有效转化，才有利于学生理解和

运用。学生学习写作知识的过程就

是解决写作问题的过程，正如邓彤

所说：“写作课程是属于‘处方’性质

的课程……不是侧重‘知道某个知

识’，而是侧重‘知道怎样去做’”[3]。

只有立足真实的问题情境，才能达

成知识的意义建构。

以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

三单元写童话的习作指导为例，若

不了解学生写作中的真实问题，就

无法研制出针对性强的知识，只会

提出一些概念化知识，如想象要合

理、故事要清楚等。其实，学生最大

的问题是不会建构故事模型，他们

需要的是建构故事模型的方法性知

识，即如何做到“想象合理”“故事清

楚”。针对这一学情，干国祥老师曾

经这样教学：先出示一组故事名

称———丑小鸭、灰姑娘、哈利·波特

等，让学生发现，以上故事都是以

“丑小鸭”为原型。基于这一故事“原

型”，师生一起搭建创编童话故事的

“模型”：故事开始，有一个很平凡的

男孩、女孩或动物；故事发展，主人

公遇到困境；故事转折，主人公遇

到帮助或得到锻炼；故事结局，主

人公成了英雄[4]。干老师在具体情

境中创生写作知识，有效解决习作

中存在的问题。这样情境化的知识，

抓住了“编写童话故事”的规律，将

静态知识有效转化成“做中学”“悟

中学”的动态知识。

2.操作性知识：在细化目标中

建构

指向核心目标的操作性知识，

就是“在学生现有水平与潜在发展

水平之间搭建‘脚手架’”，让支架

“一头通向写作知识，另一头通向写

作教学知识，还有一头则通向学生

的最近发展区”[5]。这个“最近发展

区”就是学生每次习作要达成的核

心目标。要让学生顺利达成目标，

不是将目标简单呈现，而是将其化

解成“支架”，转化成操作性强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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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

第一单元的习作是把自己想象成大

自然中的一员，核心目标是通过联

想和想象表达对大自然的独特感

受。可结合课文教学细化目标，提炼

出联想和想象的具体路径。《山中访

友》一课，提炼“物我交融”的想象策

略：“眼前的景物像什么”“自己仿

佛变成什么”“我会与景物说什么”

等；《草虫的村落》一课则提炼出

“化物为人”的联想策略：由“眼前

物”联想到“某类人”，由“物”的活

动空间联想到“人”的生活环境，把

“物”的活动情景想象成“人”的生

活情态…… [6]这样，将课文中的隐

性知识显性化，让知识以可视化形

式呈现，将目标性知识变成操作性

知识，学生就能顺利达成目标。

3.元认知知识：在自我分析中

建构

知识学习是一个自我监控的主

动建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学生对

学习有觉知意识，能够意识到需要

学什么、该用什么策略学等，这便是

元认知知识。写作中，元认知发挥着

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学生写作往往

只伴随元认知体验，元认知知识基

本缺席。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将元认

知体验转化为元认知知识。

例如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

第二单元习作要求是围绕“祖国在

我心中”写一篇演讲稿。学生第一次

接触演讲稿，往往会伴随焦虑情绪，

教学时要让学生意识到，从焦虑中

走出的最好办法是学会自我分析和

自我发问。比如要写好这次演讲稿，

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目前拥有哪

些知识？还需要哪些知识？可从哪些

地方获得帮助？……通过发问，学生

意识到，要写好演讲稿，需要搜集有

关祖国成就和发展变化等资料，这

些资料可从网络、书报中查找。搜集

资料后，再次自我发问：资料可怎样

分类？按什么顺序组织？怎样激起听

众的共鸣？……经过一次次发问，学

生逐渐找到写作路径：围绕一个主

题对资料进行删减、整理、连缀，将

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融入其中，

激发听众产生共鸣。从开始的焦虑

情绪到自我分析，从寻找路径到达

成目标，就是学生自我监控、自我调

整的过程，就是自觉运用元认知知

识的过程。

二、从孤立走向贯通：写作知识

教学的过程性意蕴

知识以动态、开放、贯通的形式

存在，以过程化的方式打开，才能充

满召唤力和开放性。“当知识要重新

被人理解和学习的时候，知识就必

须再次以过程性的方式存在……如

果我们要理解知识、学习知识，发现

知识与人的意义关系，在与知识的

精神性对话中提升自己的精神世

界，那么知识只有作为一个‘过程’

方能真正发挥作用。”[7] 可见，知识

教学不是一个终点，而是通往终点

的一段段行程。学生学习写作知识，

不是作为一个结果来接受，而应作

为一个过程来经历。这个打开过程，

既指具体的一次写作指导的渐进

性，即针对每次写作的核心知识设

计若干个可以操作的训练步骤；也

指学段间、单元间写作知识的相互

贯通、螺旋式推进的过程性。

1.写作知识以渐进的方式打开

写作知识以渐进的形式打开，

就该围绕核心知识，设计若干个渐

进式的练习步骤，铺设一级级台阶，

让学生拾级而上。

例如郑桂华教授在《描写的奥

秘》教学中，通过学生试写，发现描

写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用主观评

价代替描写，缺少具体的、如实的展

现。针对这一学情，教师分三次呈现

写作知识。第一次呈现描写的三条

原则：“那里有什么”“它们怎么样”

“它们像什么”。引导学生运用这些

原则修改习作，接着，在交流修改过

程中，对上述描写原则的内涵进行

丰富。第二次呈现如下知识：“有什

么”是叙述，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把东

西叙述准确；“怎么样”是刻画、描摹，

它起的作用是“清楚、细致”；“像什

么”是比喻，它的作用是生动形象。第

三次是引导学生描写复杂场景，呈

现描写复杂场景的知识：“注意重

点”“注意层次”“写出个性和变化”[3]

。这就将写作核心知识按由浅入深

的顺序呈现，以渐进的形式打开，学

生在系列活动中逐步获得丰富、立

体的描写知识。

2.写作知识以前勾后连的方式

呈现

写作知识不是各知识点的简单

相加，而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各知

识点只有彼此打通，形成知识网络，

才能有效转化为素养。教师要善于

发现教材中每个写作训练点之间暗

含的联系，依据编排体系，让相关的

训练点相互联结，把隐含在各册教

材中的写作知识（表达知识）贯通起

来，让新旧知识实现互动，写作知识

才会呈“滚雪球”的态势生长。

以“心理描写”这一表达知识为

谢慧云：写作知识教学的三重意蕴24· ·



例，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下册和

六年级上册的教材中均有心理描写

的精彩片段。这些潜藏在教材中的

写作知识，需要用整体视角去发掘。

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教学中，结合

《学会看病》等课文，体会第一人称

的心理描写对表达人物情感的作

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教学中，结

合《刷子李》等课文，体会第三人称

心理描写（全知视角）在正面展现人

物性格特点和侧面烘托人物性格特

点中的作用；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穷人》一课教学中，则须对此前出

现的心理描写知识进行梳理，体会

心理描写在展现人物品质、介绍人

物情况、表达人物情感、推动情节发

展等方面的作用，领悟如何采用散

点、比较、矛盾等方式进行心理活动

描写。这样有梯度地呈现写作知识，

每次的知识点相互联结，连点成线、

布线成网，体现知识教学的过程性，

才有利于学生建构言语图式。

三、从“前台”走向“背后”：写作

知识教学的价值性意蕴

写作教学不是终于知识，而是

始于知识。学习写作知识不是最终

目标，终极目标是通过学习知识，领

悟知识背后的意义世界，体会知识

背后的写作思维和相关的价值旨趣

等，以充满感召力的写作知识，唤醒

学生的言语生命欲求。

1.发掘写作知识背后的价值旨趣

知识的核心旨趣在于育人，学

生学习写作知识的过程也是个体精

神成长的过程。写作知识教学应充

满价值旨趣，学生感受到知识蕴含

的魅力，才能体验创生写作知识的

乐趣。

例如曹文轩曾在多种场合谈到

“好故事需要折腾”“好文章离不开

折腾”。怎样引导学生“折腾”出好故

事？可结合美国杰里·克利弗在《小

说写作教程》中所谈到的“折腾故

事”的策略：“渴望 + 障碍 = 冲突”

“冲突 + 行动 + 结局 = 故事”[8]，引导

学生运用这个公式去创编不同体

裁、不同主题的故事，激发他们“折

腾”故事的原动力，不断探究新的

“折腾故事”的路径。学生在玩转这

个公式、创编多样化故事的过程中，

感受写作知识背后的理性之美和价

值旨趣，知识学习就会转化为学生

的一种品质、能力和信念。

2.发掘写作知识背后的思维和

思想

思维和思想是知识的内核，只

有充分发掘写作知识背后的思维方

式和思想方法，学生才能将其熔铸

到言语生命的进程中。

例如周子房教授的课例《作文

里的时间》，通过“姚明灌篮”的录像

和动画片《灌篮高手》的比较，引导

学生发现生活时间和艺术时间的区

别，体会到艺术时间就是把时间拉

开、把过程分解，还领悟到拉开时间

的基本策略：“把同时发生的事分成

几条线”“从不同角度逐一展开叙

述”，还要“关注周围环境”[3]。对学

生而言，这堂课最大的收获恐怕不

仅是领悟了如何拉开时间的基本策

略，更重要的是体会到写作知识背

后的思维方式，如从生活时间和艺

术时间的区别中领悟到抓住本质思

考问题的方法，从拉开时间的策略

中体会到细化事物的思想方法。写

作知识一旦向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转化、升华，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这才是知识教学的价值性意蕴。

“从教育的角度看，知识问题不

是一个知识产生的问题，而是与学

生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知识再生产问

题；不是关于客观事物的事实性问

题，而是关于学生成长的价值性问

题。”[9]只有让写作知识与学生的精

神成长“相遇”，赋予知识“求真”之

外更多元、更丰富的意蕴，赋予知识

以意义关怀，写作知识才能真正成

为写作素养形成的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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